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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杨代飞）为切实
把好党员队伍的“入口关”和“质量关”，近
日，曾都区万店镇举办 2022 年入党积极
分子和发展对象培训班。

镇党委主要负责人以《如何做一名合
格的共产党员》为题，结合万店实际工作，
引导参训学员端正入党动机，努力做到从
思想上、生活上、行动上入党，以实际行动
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大家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党委相关负责人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学习体会》为题，介绍了十九届六中
全会的基本概况及重大意义、《决议》的基
本框架及主要特点。

培训班上，学员踊跃发言，围绕入党
动机、课程学习心得体会，结合自己的工
作实际，将所思所感进行分享，学员们的
自身政治素质得到不断提高。

为进一步检验学习成果，实现以考促
学、以考促记、以考促行，培训班对参训
学员进行测试。考试内容涵盖党章党
规、党的基本知识、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等内容，重点考察学员对党的基本知
识的掌握情况。大家纷纷表示，将严格
按照党员标准，积极主动地向党组织靠
拢，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

近年来，随县万福店农场凤凰山村按照“不能照抄照搬、不搞大拆大建、多花心思少花钱、本土元素聚成宝”的建设模式，充分利用
本地山石、迁湾腾地废砖废瓦分类包装，既节约了成本，又为乡村振兴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随州日报通讯员 肖婉秋摄）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琦、何建国、杜本
勇）“今年农资价钱涨了,但我种的这些庄稼
收入还比往年高，多亏了镇里的农业社会化
服务,让我一年的辛苦没有白费。”6 月 10 日,
在随县洪山镇双凤村,村民李大妈喜滋滋地
说。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 洪山镇
农村空心化日益突出,农民群体对耕作的积
极性有所降低,“种不了地、种不好地”的现
象越来越突出。“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如何
种好地”成为摆在洪山镇干部面前的一道难
题。

为改变这一现状,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
众的种粮积极性, 该镇多方面探索开展农

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逐步形成多元化、多层
次、多类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广大农
民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当前‘三夏’生产正如火如荼开展，全镇
已组织大中型拖拉机 158 台，联合收割机 155
台，步进式和乘坐式水稻插秧机 181 台，小麦
和油菜机收率达到了 97％以上，机耕率达到
了 100％。”洪佳农机合作社理事长杜本勇介
绍，相比以往，今年的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了，
人也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了。

洪山镇以开展“三清两建一提升”专项行
动为契机，大力探索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于
今年 3月成立了随县洪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下设随县洪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随

县绿盾植保专业合作社、随县双农种养殖
专业合作社、随县炎丰洪山农机服务农民
专业合作社 4家专业合作社，主要从事农技
服务、农资供应、农作物耕种管收服务、集
中育秧、粮食烘干等全方位社会化服务。通
过土地全程托管、单个生产环节托管、季节
性托管等方式服务小农户，提高农业规模
化、集约化、现代化水平。

“今年托管了 1000 多亩土地给洪佳公
司，从种植到田间管理，再到收割，都由公
司来完成，他们既有专业的知识，又拥有先
进的农机设备，交给他们非常放心。”凉亭
河村种植大户张尊辉高兴地说。

在洪山镇农业社会化服务大厅，一台

数字化设备格外引人注目，中心负责人何建
国打开设备，熟练地演示起来：“这是我们最
新引进的北斗农机管理系统，农忙时节，合
作社工作人员可利用系统对社内的机具、机
手和作业任务进行调度管理，在办公室就可
以知道每台农机的位置、状态及作业完成
量、具体地块和当前进度，大大提高了农机
作业效率。”

目前，洪山镇双凤、凉亭河、温泉等 31个
村已签订托管协议面积 26000 余亩，近 500
台（套）旋耕机、插秧机、收割机、植保无人机
等大型机械机手自愿加入合作社，由合作社
统一调配作业区域，确保种满种足，保障粮
食安全。

眼下，桃子已经迎来成熟采摘期。走进随县
新街镇水寨村，大片的桃树林郁郁葱葱，黄里透
红的桃子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果香，
让人垂涎欲滴……

“今年的市场行情好，你看，像这种大果，能
卖到四块钱一斤！”水寨村党支部书记邓富贵从
树上摘下一颗桃子，向笔者介绍道，黄油桃是水
寨村 2019 年专门引进的新品种，经过三年培
育，今年达到了丰产期。黄油桃果形大、口感脆、
甜度高，很受消费者的欢迎。

“目前水寨村种植了 50 亩黄油桃，一亩地
能产 1800 斤桃子，每亩平均收益在 5000 元左

右。”邓富贵介绍说，曾经的水寨村水资源
缺乏，是远近闻名的“旱包子”，如今通过
发展桃产业，村民的收入逐年提高，生活
更有盼头了。

“来，尝一颗，可甜咧。”看到笔者走进
蓝莓园，正在采摘的村民黄大姐，热情地
邀请我们品尝蓝莓。

6 月份正值蓝莓成熟季，新街镇蓝莓
基地的 100 亩蓝莓已进入盛果期，一串串
圆滚滚、软萌萌的蓝莓缀满枝头。这里生
产的蓝莓果大、硬度好、果香浓郁、口味甘
甜，深受市场青睐，产品远销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等地。
蓝莓基地里，三四十个工人正忙着摘

果、选果、装箱，一派繁忙的景象，人群中不
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我年纪大了，不想出
门打工，在这里打工一天能挣个七八十元，
挺知足的。”黄大姐一边干活一边高兴地说。

据了解，该基地的蓝莓亩产能达到 1000
斤，单价 25－40元不等，平均亩产值 3万。在
采摘期，每天能有 70 到 80 个村民在这里务
工，日支出工资 8000 元左右，实现村民本地
打工增收。

在新街镇梓树湾村，一棵棵李子树上，

红的绿的李子挂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煞
是好看。

“从 6月 10日起，这批李子就成熟了，进
入采摘季节。”梓树湾村党支部书记蒋伟明
说，村里流转了 81 亩土地种植红叶李、澳洲
红肉李、黑皮李等，一棵树能收获 30到 50斤
李子，价格为 2元一斤，预计今年能为村集体
增收 10到 15万元。

“村里种植李子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
收益一年比一年好，大大带动了周边群众就
业增收，种植李子也成为了村民致富的新途
径。”说起村里的发展，蒋伟明喜上眉梢。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刘澳轩）广水市广水街道办
事处是老牌工业重镇，辖区内中小微企业数量多业
务广，是广办经济的重要基础和支柱。广办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专班一直将企业的生存发展当做第一要
务，不断深入企业调查走访，积极摸排企业最真实最
迫切的需求，力求做到精准化帮扶。

主动服务暖人心。由于疫情原因，纺织服装行
业的生产、内销、出口等多个方面均受到一定影响。
湖北嘉莱福服饰为了争取更多市场份额，扩大产能，
计划扩建厂房，实现逆境突围。根据企业需求，办事
处负责同志迅速与所在社区联系，帮助企业物色场
地。经过多次磋商，最终与原南湖塑料厂职工达成
一致，确定新厂址。

精准服务强特色。湖北广彩印刷有限公司作为
广办招牌企业，通过技改扩能提升自身竞争力，不断
更新产品品质，发挥自身优势。去年底，广彩负责人
提出新上精品礼盒加工生产线的意向，办事处高度
重视，积极对接相关部门办理用地手续。目前，该项
目已进入土地平整阶段，后续工作正稳步推进。

深度服务解难题。办事处经济服务办积极引导
新进规模企业环通电子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助推企
业提档升级。组织企业财务人员参加惠企政策专题
讲座广水专场，更大程度落实惠企政策。同时，联系
建行、农商行等金融部门走进企业，面对面协调融资
问题，切实践行“店小二”精神。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瑜）清晨，行驶在曾都区
何店镇中兴大道的一辆绿色的驾驶式垃圾扫地车，
已然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为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近日，何店镇升级环卫
“神器”，投入智能先进环卫装备，作业效率高、节能
环保，机动灵活，解决了路面及侧石边细微泥沙清扫
问题，提高了作业覆盖率，环卫工人与智能清扫设备
相互搭配，劳动强度显著降低。

“现在改成机械化了，速度比以前提前了一半，
把环卫人员的保洁精力抽出来，放到路沿石以上，镇
区更干净了。”村镇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肖平说。据了
解，何店镇近年来不断加大投入力度，进一步更新完
善镇区环卫保洁、垃圾清运的设施设备，有效推进了

“双创”工作。目前，在镇内共建设生活垃圾中转站
1 座，新购十六吨垃圾压缩机 2 台，大型环卫车 5 台，
垃圾清扫车 1 辆，垃圾收集桶 800 个，环卫设备得到
了进一步的更新，已实现了“垃圾桶合理投放、保洁
车定时清扫、中转站压缩转运”的高效垃圾运转体
系。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陈娇）今年以来，广水市城
郊街道办事处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通
过一系列举措，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给客商提供良好
的投资环境。

洽谈项目落户快。湖北京膳坊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投资 1 亿元的食品深加工项目、宸宇控股（深圳）
有限公司投资 1.5亿元的锦荷谷文化旅游项目、上海
客商张新胜投资 2000 万元的新建大数据平台公司
项目等四个重点项目已签约落户城郊。

落户项目投产快。“杨我国威”从洽谈到签约仅
仅花了 29 天，投资 500 万元的松淳标准化旱养小区
土地流转及审批手续已办毕，目前已经开工建设。

投产项目见效快。红色江山物流园已进驻品牌
商家 30 余家，去年 10 月投产的世吉无纺布 5S 生产
项目，订单已排到 7月底。

广水街道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谁来种地 怎么种地

洪山镇社会化服务让农民省心省力

果园里的“甜”与“乐”
随州日报通讯员 胡晓荷 王令 黄浩东

走进乡村看振兴走进乡村看振兴

何店镇
环卫“神器”扮靓镇区环境

城郊街道
招商引资步伐加快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
程倩琳）6 月 8 日，广水市
杨寨镇召开党员干部“下
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
心”实践活动动员会，对全
镇开展实践活动进行安排
部署，力求做到实践活动
不跑题、不跑偏、不变形、
不走样。

该镇按照“应下尽下、
能下尽下”原则，结合驻
村、驻点、包保情况等工作
实际，深入现场、深入群
众、深入企业，解决实际问
题，密切干群关系。重点落
实“下基层”，形成“三带”
效应；“察民情”，做好“三
问”答卷；“解民忧”，解决
实际问题；“暖民心”，营造

“三个”环境。
据了解,今年是杨寨

镇争创省级工业园区、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开拓

“五城建设”、创建全省“十
强”镇、奋斗全国“百强”镇
的关键之年。该镇围绕重
点任务，系统谋划，整体推

进，精准施策，把握关键点、落脚点，着力
解决一批民生项目实事，确保实践活动
取得扎扎实实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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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黄子芮）为保护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曾都区南郊街
道联合柳树淌社区开展“喜迎二十大
护苗助成长”暨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主
题宣传活动。

社工与孩子们共同阅读一本好书，
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会孩子们如何
抵制有害读物，如何正确购买、阅读正版
读物，孩子们个个听得全神贯注。随后，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小朋友们精心绘
制出一幅幅美丽的手抄报，色彩艳丽，构
思独特，充分展示着他们对“绿书签”的
理解。

活动中，孩子们在“绿书签”和海报
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和诺言：“支持正
版，打击盗版”“爱护书籍”等，用实际行
动来支持“扫黄打非”工作。

通过活动，把“绿书签”理念深植青
少年心中，进一步引导未成年人绿色阅
读、拒绝盗版、文明上网，树立保护知识
产权的理念，培养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
惯，营造风清气正的社区文化环境，护航
辖区未成年人健康愉快地成长。

南郊街道
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严保国、郝正）6 月 6 日，广
水市郝店镇召开村级化债工作推进会，对锁定旧债、
化解债务、账务处理等环节提出了明确要求。

会议强调，村级化债工作必须要盘清底数，再挤
水分，对 5000元以上的债务，要问明债务形成原因，
查看原始单据，与当事人及经手人当面了解，形成核
查台账；要再梳渠道，应化尽化。通过“挤、减、抵、
化、帮”五种途径进一步化解债务。在现有债务总额
上挤掉水分、债务人减免一部分、债权债务相抵一部
分、利用村集体自有资金化解一部分、驻村干部要督
促化债工作。要压实责任，督办落实。按照“一村一
方案”要求制定具体债务化解方案，明确每笔债务的
化债资金来源和化解时间表。特别是对前期化债未
到达我市平均水平的村，采取一周一督办、一周一通
报的工作机制。

目前，该镇按照“盘底数、梳渠道、实化解”的工
作思路，再挤水分，再加举措，确保在 6 月 20 日前完
成 65%化债任务。

郝店镇
扎实推进村级化债工作

万店镇上好入党“第一课”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柏雪）6月 10日
上午，市妇联、妇儿工委办公室将“湖北
省示范儿童之家”奖牌送到随县唐县镇
紫金居委会。

紫金居委会儿童之家设有图书阅
读、绘画书法、学习活动场地，收集有图
书约 2000 册，致力于为儿童提供一个干
净、温馨的学习和娱乐场所，营造一个有
利于孩子们健康成长的环境和文化氛

围。
该居委会每年在“五一”劳动节和“六

一”儿童节等节假日，组织文化骨干，联
合各学校共同开展文体活动，不定期邀请
省市专家来开展家庭教育宣讲，举办亲子
活动、专题讲座、书法比赛等形式多样的
活动，每年暑假通过儿童安全自护教育宣
讲宣传儿童防溺水等安全知识，并开设关
爱留守儿童暑期辅导班，让父母常年不在

身边的留守儿童能度过一个“安全、健
康、有益、愉快”的假期。通过这些丰
富的活动不断渲染积极向上的生活态
度，推进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有机
结合。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
一个社区、推动整个社会，紫金居委会将
继续做好儿童之家建设，让其成为孩子们
健康成长的“第二家园”。

唐县镇紫金居委会荣获“全省示范儿童之家”称号


